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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治疗皮肤疮疹的中药敷

剂，包括下列重量份原料：千里光10～20份、菥蓂

10～20份、商陆10～20份、肿节风10～20份、三白

草10～20份、姜黄10～15份、三颗针5～10份、青

黛8～12份、大蓟炭5～10份、山银花8～10份、山

慈菇5～10份、木芙蓉叶5～10份、大黄9～11份、

玄明粉8～10份、黄柏7～15份、苍术5～7份、厚朴

8～10份、垂盆草7～15份、生南星8～12份、水牛

角8～12份、天花粉6～8份、菝葜6～8份、白芷5～

7份、陈皮5～7份、冰片3～4份、朱砂8～10份和硼

砂5～7份。本发明主治褥疮、痈疽痤疮和毛细血

管破裂引起的红肿热痛以及湿疹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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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治疗皮肤疮疹的中药敷剂，其特征在于，包括下列重量份数的原料：千里光10～

20份、菥蓂10～20份、商陆10～20份、肿节风10～20份、三白草10～20份、姜黄10～15份、三

颗针5～10份、青黛8～12份、大蓟炭5～10份、山银花8～10份、山慈菇5～10份、木芙蓉叶5～

10份、大黄9～11份、玄明粉8～10份、黄柏7～15份、苍术5～7份、厚朴8～10份、垂盆草7～15

份、生南星8～12份、水牛角8～12份、天花粉6～8份、菝葜6～8份、白芷5～7份、陈皮5～7份、

冰片3～4份、朱砂8～10份和硼砂5～7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治疗皮肤疮疹的中药敷剂，其特征在于，包括下列重量份

数的原料：千里光15份、菥蓂15份、商陆15份、肿节风15份、三白草15份、姜黄12份、三颗针8

份、青黛10份、大蓟炭7份、山银花9份、山慈菇7份、木芙蓉叶8份、大黄10份、玄明粉9份、黄柏

11份、苍术6份、厚朴9份、垂盆草11份、生南星10份、水牛角10份、天花粉7份、菝葜7份、白芷6

份、陈皮6份、冰片3份、朱砂9份和硼砂6份。

3.如权利要求1～2所述的一种治疗皮肤疮疹的中药敷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

括如下制备步骤：

(1)将所述重量份千里光、菥蓂、肿节风、三白草、姜黄、三颗针、青黛、大蓟炭、山银花、

山慈菇、木芙蓉叶、大黄、玄明粉、黄柏、苍术、厚朴、垂盆草、生南星、天花粉、菝葜、白芷、陈

皮、冰片、朱砂、硼砂和一半所述重量份的商陆研磨呈粉状，反复研磨精细至300～500目，混

合均匀，得到粉末混合物一；

(2)将另一半所述重量份的商陆和水牛角研磨呈粉状，反复研磨至200目，加入2～3倍

其重量份数的水煎煮3～5h，过滤，取滤渣烘干，得到粉末混合物二，取滤液浓缩至密度3.15

～5.2g/cm3，得到膏状物；

(3)先用乙醇将膏状物溶解，再将粉末混合物一和粉末混合物二分别加入膏状物，然后

兑入绿茶1～3份，调成糊状的敷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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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治疗皮肤疮疹的中药敷剂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治疗皮肤病的中药领域，具体是一种治疗皮肤疮疹的中药敷剂及其制

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疮疹(如褥疮、痈疽痤疮和毛细血管破裂引起的红肿热痛型湿疹等)是常见的皮肤

疾病，由多种复杂的内外因素所引起的具有多形性皮损和渗出倾向的皮肤反应，症状为在

皮肤表面多发褥疮，疱疹等，患者有很强的瘙痒感并且皮肤容易溃烂，该病的病程不规则，

常反复发作，迁延难愈。至今西医对明确的病因没有定论。西医上采用皮质类固醇激素治疗

有一定副作用，且效果也不是太好。中医认为疮疹发病多于其自身体质有关，如饮食失节，

湿热内蕴；或是素患他病日久导致耗伤阴血，而在此基础上又接触外界物刺激或外感风寒

等诱发发病。因此，通过中药调养体质对治疗疮疹具有疗效。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适应现实发展，提供一种治疗皮肤疮疹

的中药敷剂。

[0004]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5] 一种治疗皮肤疮疹的中药敷剂，包括下列重量份数的原料：千里光10～20份、菥蓂

10～20份、商陆10～20份、肿节风10～20份、三白草10～20份、姜黄10～15份、三颗针5～10

份、青黛8～12份、大蓟炭5～10份、山银花8～10份、山慈菇5～10份、木芙蓉叶5～10份、大黄

9～11份、玄明粉8～10份、黄柏7～15份、苍术5～7份、厚朴8～10份、垂盆草7～15份、生南星

8～12份、水牛角8～12份、天花粉6～8份、菝葜6～8份、白芷5～7份、陈皮5～7份、冰片3～4

份、朱砂8～10份和硼砂5～7份。

[0006] 对上述基础方案进行优选，包括下列重量份数的原料：千里光15份、菥蓂15份、商

陆15份、肿节风15份、三白草15份、姜黄12份、三颗针8份、青黛10份、大蓟炭7份、山银花9份、

山慈菇7份、木芙蓉叶8份、大黄10份、玄明粉9份、黄柏11份、苍术6份、厚朴9份、垂盆草11份、

生南星10份、水牛角10份、天花粉7份、菝葜7份、白芷6份、陈皮6份、冰片3份、朱砂9份和硼砂

6份。

[0007] 本发明还公开了治疗皮肤疮疹的中药敷剂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制备步骤：

[0008] (1)将所述重量份千里光、菥蓂、肿节风、三白草、姜黄、三颗针、青黛、大蓟炭、山银

花、山慈菇、木芙蓉叶、大黄、玄明粉、黄柏、苍术、厚朴、垂盆草、生南星、天花粉、菝葜、白芷、

陈皮、冰片、朱砂、硼砂和一半所述重量份的商陆研磨呈粉状，反复研磨精细至300～500目，

混合均匀，得到粉末混合物一；

[0009] (2)将另一半所述重量份的商陆和水牛角研磨呈粉状，反复研磨至200目，加入2～

3倍其重量份数的水煎煮3～5h，过滤，取滤渣烘干，得到粉末混合物二，取滤液浓缩至密度

3.15～5.2g/cm3，得到膏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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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3)先用乙醇将膏状物溶解，再将粉末混合物一和粉末混合物二分别加入膏状物，

然后兑入绿茶1～3份，调成糊状的敷剂。

[0011] 本发明各药物组方的药性如下：

[0012] 千里光：苦，寒。归肺、肝经。清热解毒，明目，利湿。用于痈肿疮毒，感冒发热，目赤

肿痛，泄泻痢疾，皮肤湿疹。

[0013] 菥蓂：辛，微寒。归肝、胃、大肠经。清肝明目，和中利湿，解毒消肿。用于目赤肿痛，

脘腹胀痛，胁痛，肠痈，水肿，带下，疮疖痈肿。

[0014] 商陆：苦，寒。归肺、脾、肾、大肠经。逐水消肿，通利二便，外用解毒散结。用于水肿

胀满，二便不通；外治痈肿疮毒。

[0015] 肿节风：苦、辛，平。归心、肝经。清热凉血，活血消斑，祛风通络。用于血热发斑发

疹，风湿痹痛，跌打损伤。

[0016] 三白草：甘、辛，寒。归肺、膀胱经。利尿消肿，清热解毒。用于水肿，小便不利，淋沥

涩痛，带下；外治疮疡肿毒，湿疹。

[0017] 姜黄：辛、苦，温。归脾、肝经。破血行气，通经止痛。用于胸胁刺痛，胸搏心痛，痛经

经闭，癥瘕，风湿肩臂疼痛，跌扑肿痛。

[0018] 三颗针：苦，寒；有毒。归肝、胃、大肠经。淸热燥湿，泻火解毒。用于湿热泻痢，黄疸，

湿疹，咽痛目赤，聘耳流脓，痈肿疮毒。

[0019] 青黛：咸，寒。归肝经。清热解毒，凉血消斑，泻火定惊，用于温毒发斑，血热吐顧，胸

痛咳血，口疮，痄腮，喉痹，小儿惊痫。

[0020] 大蓟炭：苦、涩，凉。归心、肝经。凉血止血。用于齟血，吐血，尿血，便血，崩漏，外伤

出血。

[0021] 山银花：甘，寒。归肺、心、胃经。清热解逛，疏散风热。用于炖肿疔疮，喉痹，丹毒、热

毒血痢，风热感冒，温病发热。

[0022] 山慈菇：甘、微辛，凉。归肝、脾经。清热解毒，化痰散结。用于痈肿疔毒，瘰疬痰核，

蛇虫咬伤，癍瘕痞块。

[0023] 木芙蓉叶：辛，平；归肺、肝经。凉血，解毒，消肿，止痛。治痈疽掀肿，缠身蛇丹，烫

伤，目赤肿痛，跌打损伤。

[0024] 大黄：苦，寒。归脾、胃、大肠、肝、心包经。泻下攻积，清热泻火，凉血解毒，逐瘀通

经，利湿退黄。用于实热积滞便秘，血热吐魈，目赤咽肿，痈肿疔疮，肠痈腹痛，瘀血经闭，产

后瘀阻，跌打损伤，湿热痢疾，黄疸尿赤，淋证，水肿；外治烧烫伤。酒大黄善清上焦血分热

毒，用于目赤咽肿、齿龈肿痛。熟大黄泻下力缓、泻火解毒，用于火毒疮疡。大黄炭凉血化瘀

止血，用于血热有瘀出血症。

[0025] 玄明粉：咸、苦，寒。归胃、大肠经。泻下通便，润燥软坚，清火消肿用于实热积滞，大

便燥结，腹满胀痛；外治咽喉肿痛，口舌生疮，牙齦肿痛，目赤，痈肿，丹毒。

[0026] 黄柏：苦，寒。归肾、膀胱经。清热燥湿，泻火除蒸，解毒疗疮。用于湿热泻痢，黄疽尿

赤，带下阴痒，热淋涩痛，脚气痿蹵，骨蒸劳热，盗汗，遗精，疮疡肿毒，湿疹湿疮。盐黄柏滋阴

降火。用于阴虚火旺，盗汗骨蒸。

[0027] 苍术：辛、苦，温。归脾、胃、肝经。燥湿徤脾，祛风散寒，明目。用于湿阻中焦，脘腹胀

满，泄泻，水肿，脚气痿蹵，风湿痹痛，风寒感冒，夜盲，眼目昏涩。

说　明　书 2/5 页

4

CN 109453343 A

4



[0028] 厚朴：苦、辛，温。归脾、胃、肺、大肠经。燥湿消痰，下气除满。用于湿滞伤中，脘痞吐

泻，食积气滞，腹胀便秘，痰饮喘咳。

[0029] 垂盆草：甘、淡，凉。归肝、胆、小肠经。利湿退黄，清热解毒。用于湿热黄疸，小便不

利，痈肿疮疡。

[0030] 生南星：苦、辛，温；有毒。归肺、肝、脾经。散结消肿。外用治痈肿，蛇虫咬伤。

[0031] 水牛角：清热凉血，解毒，定惊。用于温病高热，神昏谵语，发斑发疹，吐血衄血，惊

风，癲狂。

[0032] 天花粉：甘、微苦，微寒。归肺、胃经。清热泻火，生津止渴，消肿排脓。用于热病烦

渴，肺热燥咳，内热消渴，疮疡肿毒。

[0033] 菝葜：甘、微苦、涩，平。归肝、肾经。利湿去浊、祛风除痹，解毒散瘀。用于小便淋浊，

带下量多，风湿痹痛，疔疮痈肿。

[0034] 白芷：辛，温。归胃、大肠、肺经。解表散寒，祛风止痛，宣通鼻窍，燥湿止带，消肿排

脓，用于感冒头痛，眉棱骨痛，鼻塞流涕，鼻鼽，鼻渊，牙痛，带下，疮疡肿痛。

[0035] 陈皮：苦、辛，温。归肺、脾经。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用于脘腹胀满，食少吐泻，咳嗽

痰多。

[0036] 冰片：辛、苦，微寒。归心、脾、肺经。开窍醒神，清热止痛。用于热病神昏、惊厥，中风

痰厥，气郁暴厥，中恶昏迷，胸痹心痛，目赤，口疮，咽喉肿痛，耳道流脓。

[0037] 朱砂：甘，徼寒；有毒。归心经。清心镇惊，安神，明目，解毒。用于心悸易惊，失眠多

梦，癫痫发狂，小儿惊风，视物昏花，口疮，喉痹，疮疡肿毒。

[0038] 硼砂：治咽喉肿痛，口舌生疮，阴部溃疡。

[0039] 本发明配方升清降浊，扶正驱邪，整体平衡阴阳，没有毒副作用和不适感觉，君臣

佐使泾渭分明，充分考虑到了各药的功用主治及用药禁忌，配伍合理，能起到疏风清热，解

毒祛湿，消肿止痛，扶正祛邪作用，主治褥疮、痈疽痤疮和毛细血管破裂引起的红肿热痛以

及湿疹等症；纯中药组分，科学合理，无毒副作用，疗效快，疗效好，药效稳定，且药物取材方

便，避免了内服及注射药物对胃肠及肝肾的损伤，对褥疮、痈疽痤疮和毛细血管破裂引起的

红肿热痛以及湿疹等症的疗效显著，可一次性根治，不复发。发明人母亲于2010年因脑梗痴

呆症入院，生理不能自理，多次长褥疮，经反复研究和实验，通过本发明终于将褥疮治愈，至

今未复发，同医院较多老年人也患有此病，用后无不治愈，且发明人母亲住院期间需因输液

频繁，导致毛细血管较多处呈紫癜状态，红肿热痛，经本发明调敷患处，三天红肿消失，连痕

迹都没有留下。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下面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做详细说明。

[0041] 实施例1

[0042] 一种治疗皮肤疮疹的中药敷剂，包括下列重量份数的原料：千里光10份、菥蓂10

份、商陆10份、肿节风10份、三白草10份、姜黄10份、三颗针5份、青黛8份、大蓟炭5份、山银花

8份、山慈菇5份、木芙蓉叶5份、大黄9份、玄明粉8份、黄柏7份、苍术5份、厚朴8份、垂盆草7

份、生南星8份、水牛角8份、天花粉6份、菝葜6份、白芷5份、陈皮5份、冰片3份、朱砂8份和硼

砂5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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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上述中药敷剂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制备步骤：

[0044] (1)将所述重量份数的千里光、菥蓂、肿节风、三白草、姜黄、三颗针、青黛、大蓟炭、

山银花、山慈菇、木芙蓉叶、大黄、玄明粉、黄柏、苍术、厚朴、垂盆草、生南星、天花粉、菝葜、

白芷、陈皮、冰片、朱砂、硼砂和一半所述重量份的商陆研磨呈粉状，反复研磨精细至300目，

混合均匀，得到粉末混合物一；

[0045] (2)将另一半所述重量份的商陆和水牛角研磨呈粉状，反复研磨至200目，加入2倍

其重量份数的水煎煮3h，过滤，取滤渣烘干，得到粉末混合物二，取滤液浓缩至密度3.15g/

cm3，得到膏状物；

[0046] (3)先用乙醇将膏状物溶解，再将粉末混合物一和粉末混合物二分别加入膏状物，

然后兑入绿茶1份，调成糊状的敷剂。

[0047] 实施例2

[0048] 一种治疗皮肤疮疹的中药敷剂，包括下列重量份数的原料：千里光15份、菥蓂15

份、商陆15份、肿节风15份、三白草15份、姜黄12份、三颗针8份、青黛10份、大蓟炭7份、山银

花9份、山慈菇7份、木芙蓉叶8份、大黄10份、玄明粉9份、黄柏11份、苍术6份、厚朴9份、垂盆

草11份、生南星10份、水牛角10份、天花粉7份、菝葜7份、白芷6份、陈皮6份、冰片3份、朱砂9

份和硼砂6份。

[0049] 上述中药敷剂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制备步骤：

[0050] (1)将所述重量份数的千里光、菥蓂、肿节风、三白草、姜黄、三颗针、青黛、大蓟炭、

山银花、山慈菇、木芙蓉叶、大黄、玄明粉、黄柏、苍术、厚朴、垂盆草、生南星、天花粉、菝葜、

白芷、陈皮、冰片、朱砂、硼砂和一半所述重量份的商陆研磨呈粉状，反复研磨精细至400目，

混合均匀，得到粉末混合物一；

[0051] (2)将另一半所述重量份的商陆和水牛角研磨呈粉状，反复研磨至200目，加入2.5

倍其重量份数的水煎煮4h，过滤，取滤渣烘干，得到粉末混合物二，取滤液浓缩至密度

4.25g/cm3，得到膏状物；

[0052] (3)先用乙醇将膏状物溶解，再将粉末混合物一和粉末混合物二分别加入膏状物，

然后兑入绿茶2份，调成糊状的敷剂。

[0053] 实施例3

[0054] 一种治疗皮肤疮疹的中药敷剂，包括下列重量份数的原料：千里光20份、菥蓂20

份、商陆20份、肿节风20份、三白草20份、姜黄15份、三颗针10份、青黛12份、大蓟炭10份、山

银花10份、山慈菇10份、木芙蓉叶10份、大黄11份、玄明粉10份、黄柏15份、苍术7份、厚朴10

份、垂盆草15份、生南星12份、水牛角12份、天花粉8份、菝葜8份、白芷7份、陈皮7份、冰片4

份、朱砂10份和硼砂7份。

[0055] 本发明还公开了治疗皮肤疮疹的中药敷剂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制备步骤：

[0056] (1)将所述重量份数的千里光、菥蓂、肿节风、三白草、姜黄、三颗针、青黛、大蓟炭、

山银花、山慈菇、木芙蓉叶、大黄、玄明粉、黄柏、苍术、厚朴、垂盆草、生南星、天花粉、菝葜、

白芷、陈皮、冰片、朱砂、硼砂和一半所述重量份的商陆研磨呈粉状，反复研磨精细至500目，

混合均匀，得到粉末混合物一；

[0057] (2)将另一半所述重量份的商陆和水牛角研磨呈粉状，反复研磨至200目，加入3倍

其重量份数的水煎煮5h，过滤，取滤渣烘干，得到粉末混合物二，取滤液浓缩至密度5.2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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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3，得到膏状物；

[0058] (3)先用乙醇将膏状物溶解，再将粉末混合物一和粉末混合物二分别加入膏状物，

然后兑入绿茶3份，调成糊状的敷剂。

[0059] 观察报告

[0060] 一、基本资料(2016年12月～2018年7月)

[0061] 为了验证临床疗效，通过随机选取具有鼻炎病史的患者350例，对实施例1的中药

敷剂进行试用，其中，年龄18～65岁，男178人，女172人。

[0062] 二、使用方法

[0063] 针对病人的创面进行消毒(酒精或盐水清洗干净)抹于疮面，再用消毒纱布予以包

扎，每1～2天更换一次药物，连续使用3天即可见效，7天为一个疗程，通常坚持14～21天为

则病状痊愈。

[0064] 三、疗效标准

[0065] 痊愈：不使用其他药物，皮损恢复正常，观察一年无复发者；

[0066] 显效：不用其他药物，皮损及症状消退大于80％；

[0067] 有效：不用其他药物，皮损及症状消退50～70％。

[0068] 无效：不用其他药物，皮损及症状消退小于50％或没有改善，反见恶化。四、治疗效

果

[0069] 病程最长30天，最短5天；总计350例中，痊愈320例，占91 .42％，显效20例，占

5.71％；有效9例，占0.25％，无效1例，占0.28％，总有效率99.71％。

[0070] 典型病例

[0071] 病例1：赵女士，21岁，广东省珠海市人，自述全身发痒，局部起广泛性的红斑丘疹，

皮肤可见红斑、肿胀、脓疱、轻微糜烂，少量渗液，曾到多家医院治疗无效，使用本发明的中

药外涂敷于患处上，每日一次，涂敷5天后，红斑面积明显减小，瘙痒减轻，继续使用8天后，

红斑消退，瘙痒消失，皮肤正常，至今未见复发。

[0072] 病例2：唐女士，37岁，江苏省南通人，因骨折入院，生理不能自理，背部长期长褥

疮，经医院治疗多次，都是治标不治本，不久即复发，使用本发明提供的中药外涂敷于患处

上，每日2次，涂敷7天后，痒疹面积明显减小，瘙痒减轻，继续使用两个疗程以后，痊愈，皮肤

恢复状态，至今未见复发。

[0073] 病例3：范男士，52岁，湖南省长沙人，因肺结核的治疗输液频繁，而导致毛细血管

较多处呈紫癜状态，红肿热痛，将本发明调敷于患处，3天红肿消失，连痕迹都没有留下。

[0074] 上述实施例仅是本发明的较优实施方式，凡是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

例所做的任何简单修饰、修改及替代变化，均属于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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